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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感冒病

拚于

球醫師是台大內抖醫師。二月初，正是

剛進完春節的時候，天氧顯得忽冷忽熱。大

年初丘，恰好輪到陳醫師在全:保中心門診的

日子。他品若輕鬆的腳步前往，心想剛進完

年，台北的街道上u豆子時還顯得冷清，今天

的病人一定不會很多，說不定還可以稍作休

息呢!不料走進候診室一看，哇!不得了，

排滿了人群。四個小時下來，球醫師累得有

點喘不通氛，屈指一算，今天看的四十位病

人中竟有一半是感冒，而且症狀大致相同，

每個人的喉嚨又一位又膛，外加上流鼻水及咳

嗽。忽然想起就在去年年初也有一次類似的

經驗，後來據說是A型)f，vÍt感冒病毒在作怪。

「那麼這一次又是什麼病毒呢? J 陳醫師心

中不免喻。古著 。

以上是一段醫師看門診的狀況。相信許

多人都有同樣的經驗。流行性感冒病毒已成

為醫藥新聞中常見的題材。它是一種RNA

病毒 ，大小約80 - 120nm '外觀形態不一致，

多里圓形或卵圓形。在病毒顆粒的外表可見

到許多突起。這些突起分別具有血球凝集素

CHemagglutinatinin ， H ) 或神經組織胺臨

C Neuram inidase ,N) ，為病毒之所以有

感染力的重要梅造。病毒的核酸 C 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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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造雖為單股，但卻分成 7 至 8 段不等 。 R

NA與其外圍之核蛋白形成一種螺旋狀構造。

病毒顆粒外面則有一層封皮包覆，此封皮之

主要成分為脂性物質，使得流行性感冒病毒

極易被有機溶劑如乙酷等溶解破壞而喪失其

活性。因此這種病毒在通過揖胃系統時，會

被膽什破壞而不易由大使中培養出來。流行

性感冒病毒在病毒分類上屬於黏披性病毒(

Orthomyxovirus) ，其下又因病毒顆粒核

糖核酸蛋白( RibonucIeoprotein) 之抗原

性區分成A 、 B 、 C三型。引起人類感染之A

型病毒最早是在1933年被分離成功 'B及C

型則分別於1940及 1949年被分離出來。 A型

流行性感冒病毒中又因其表面之H及N抗原

結構之不同而有亞型之區分。由於每年世界

各地常有流行感冒病毒被分離出來 ，為了比

較上之方便 'WHO從1972年起規定統一命

名之原則。其方式係依照:型另IJ/分離自何

種動物/地區/病毒株編號/年代( H,N 
亞型)之模式書寫。 1980年再將自人類及其

他動物分離之A型流行性感冒病毒之亞型完

全統一歸類成十二種H亞型及九種N亞型。

依攘此原則我們可在文獻上看到幾種代表性

之A型流行性感冒病毒如A/FM/ 1 /47 ( 

H 1 N 1 ) 'A/New Jersey/ 8 /76 (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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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 ,A/Singapore/1 / 57(H2N2) , 

A/ Hong Kong /1/68 (H 3 N 2 )等。

由於這些均由人體分離，所以省略病毒之來

源動物名稱。如果是自動物身上分離者則不

可省略，例如A/swine/Taiwan/ 1 /70 

(H 3 N 2 )是由豬身上分離， A/ equine 

/Miami/ 1/閱 (H3N8 )是是1968年於

Miami由馬身上分離。目前A型流行性感冒

病毒H亞型中由人身上分離出來的只有H1

至H3 三種 'N亞型只有N1 至N2 型二種。

H4 至H12 ' N 3 至N9 貝IJ都由其他動物分

離出來。 B型及C型流行性感冒病毒之命名

原則亦同，只不過它們的H及N抗原結構還

未差異到能分成亞型之地步。依此命名原則，

筆者個人認為由台灣地區分離之流行性感冒

病毒，基本上應以台灣或某一城市地區來命

名，而後再說明其抗原之性質，才較為理想。

如果將此地之流行性感冒病毒任意掛上菲律

賓型、曼谷型、安亞伯型、蘇俄型等名字，

似乎本地變成流行性感冒病毒之聯合國了。

在三型流行性感冒病毒中 'A型之抗原

常易發生改變 'B型較穩定，至於C型則為

最穩定者。 A型病毒抗原的改變可分成二種:

一種叫抗原替換(antigenic shift) 。此種

改變，可以發生在H或N抗原部分，替換後

之抗原與舊種不發生交叉感應。這些改變由

於大多數人體內沒有新變異病毒之抗體存在，

所以很容易受到感染，而有引起大規模甚至

全球性流行之可能。依過去之經驗，大約每

寸年左右會有因抗原替換而產生大規模流行，

例如 1947年出現H 1 N 1 ' 1957年出現H2

N 2 ' 1968年出現H3N2 等。 A型流行感

冒病毒產生抗原替換之原因，主要可能是導

自感染人類之A型病毒與來自動物之A型病

毒發生基因重組而產生具有新抗原之病毒的

原故。依上述十年一大變之經驗，一部分學

者會推倒在1978-1979年左右應可能會有新

的替換型出現。但至今距上次1968年A/

HongKong/ 1 / 68 (H 3 N 2 )出現後，

已將近二十年卻一直沒有新的抗原替換型再

出現。但很奇怪的，於1977年在中國大陸及

蘇俄等地又重新出現H1N1 亞型之A型病

毒。這些新出現之病毒其抗原與蘇俄分離之

A/USSR/90/77 (H 1 N 1 )相近，

所以用此種病毒為代表參考株。 1977年此蘇

俄型H1N1 出現時，會造成大規模之流行，

但其抗原H1N1 之構造經分析後發現與

1947年分離之A/FM/ 1 /47 (H 1 N 1 ) 

非常近似，而且感染對象主要為20歲以下的

年齡群。其原因是這些人在1957年以後才出

生，並沒有接觸過老病毒型0947年至 1957

年間流行之H1N1 型)之經驗，所以比較

容易受感染。另一種A型病毒之抗原改變吽

抗原漸變 (antigen drift) 此種改變是

指病毒H及N亞型之抗原並沒有替換成新亞

型，但是每一病毒株之抗原鑄造與早先流行

者相較已產生了部分變化，此種原因可能是

由於A型病毒自己產生突變所致。由於抗原

只有部分改變，漸變型與原型還是有部分相

同，因此以前會感染過同一亞型的人，對此

漸變型多少具有抵抗力。但如果抗原漸變後

之構造與原型差異過大時，則較容易使大多

數人感染，不過與抗原替換現象相較時，貝u

其致病力及引起流行之範圍仍然要緩和得多。

去年春天在台灣及東南亞引起之流行感冒病

毒也有了漸變種A/Taiwan/ 1 /86 (H 1 

N 1 )及新加坡分離之A/Singapore/6

/86 (H 1 N 1 )之出現。這些抗原之漸變

現象平均約 2 至 3 年發生一次。每次變化也

可造成小規模之流行。一股流行性感冒在溫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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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復健科職能治療簡介

什麼吽職能治療?在國內

除了從事這項專業的人及曾經

接受過此項治療的病患與其家

屬外，要再找出對職能治療有

治療，日常生活訓練，及見童

治療三個部份;

一、一般生理殘障治療:

治療對象以腦損傷、脊髓損傷

所認識，甚至耳聞過的人，真 為主，其他還包括手部外傷、

是少之又少了。在醫院中，除 燒傷、截肢、各種關節疾病及

復健相關科、室以外，職能治 神種病變等。治療內容包括:

療給人的印象也是不知其為何 肢體關節度的維持與增加、肌

物?或從字面上作直覺的推測， 力訓練、感覺受損後的代償或

認為是為病人作職業技能訓練 再適應訓練、身體平衡能力的

之類。 重建、義肢使用訓練等。此外，

事實上，真正的職能治療 依撮病人個別需要，提供特別

是藉著引導病人參與經由治攘 的治療，例如:脊髓損傷、手

師特別設計的活動，來達到治 部外傷及燒傷病人的輔助用具

療目的的一種臨床醫學。從活 或副木設計與製作等。基於職

動過程中改善病人的生理及心 能治療的精神，透過活動分析，

理功能，並學習生理及心理的 我們安詳病人參與活動，較常

適應技巧，進而預防或矯正殘 使用的有木工、皮雕、美術、

障，激發身心最大潛能，以維

謹並增進健康。治療對象包括

生理殘障或心理異常的患者。

書畫、球類、棋類及一些精巧

的手工活動;治療場所除了一

般治療室外，還有專供特定活

以下僅就台大復健科職能 動使用的木工室、陶工室及編

治療為病患所提供的治療內容 融室。

作簡單的介紹，讓大家對職能

治療有更深刻而清晰的認識。

職能治療位於台大復健科三樓，

目 依治療特性分成一股生理殘障

二、日常生活訓練:這是

著重病人日常生活獨立性的訓

練，治療對象大都和前項治療

相同。主要是病人自我照顧技

黃恢濤

巧的訓練，包括臥床姿勢的調

整與變擻，個人飲食、衛生、

在著問題的處理及移位的訓練，

並為能力有限的病人設計製作

日常生活方面的輔助用其。此

外依病人的社會角色或生活方

式作個別性考慮及訓練，例如

:對於出院後需要扮演家庭主

婦的病人，給予家事處理的訓

練;需要回到原工作崗位者亦

針對其將面臨的事項加以訓練。

在日常生活訓練室中，備有可

供實際操作的基本設施及用具，

提供病人作最實際的操作訓練。

三、見童治療:治療對象

括腦性麻痺、發展遲緩、學

習障礙、及感覺整合功能異常

的孩童。經由治療促使他們在

知覺、動作、認知及社會化各

方面能夠正常的成長，並但進

孩童感覺整合功能正常化，期

使他們發展出必要的學習技巧，

如讀、寫、算等。治療主要以

遊戲的方式進行，當然，玩具

是不可或缺的治療利器。

除了上述三方面，台大職

能治療也定期安啡需求相同或



能力類似的病人進行團體治療; 健科職能治療的範圍。 一的一 1
對出院後需要從事工作的病人， 以上是省大復健科職能治 過程中不但顯露著醫學的智慧，

我們會提供職前評估，並給予 療現況;另外不得不提的是職 更散發著藝術的氣息，只要你

就業建議;另外在完成復健治 能治療在台大精神科也有著一 認識了這項專業，你就會喜歡

療出院前，提供病人關於住家 片寬闊的領攘，在此提醒大家 它。

環境的調整或修改建議;甚至 不要忽略了他們對精神病患的 (作者係台大復健系職能治療

透過家庭訪視，追諒出院病人 貢獻。 組第11屆畢業生，現任台大復

的實際生活狀況，都是台大復 最後，我要強調職能治療 健科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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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 頁)

帶地區如歐美，大都發生在寒冷之季節，以

每年冬季 1-2 月為最高峰。台灣地區屬亞

熱帶，流行之季節性不似歐美。以1985年及

1986年二年為例. 1985年之年初有近似A/

Philippine/2/82 ( H 3 N 2 )及A/Chile

/ 1 /83 ( H 1 N 1 )及B/USSR/ 100/

g3型之流行. 6 月份再次有近似A/Philipp

ine/ 2 /82 ( H 3 N 2 )之小規模流行。

1986年 4 月至 5 月有A/Taiwan/ 1 /86 

(H1N1 )之流行 .11 月至12月則有B型

流行性感冒病毒之流行。 1986年年底之B型

流行性感冒病毒與在美國分離之 B/Ann

Arbor/ 1 /86病毒相近。由於B/Ann

Arbor/ 1 /86型屬漸變性(非替換型) • 

與B/ USSR / 100/83有交叉反應，雖

有可能造成流行但理論上推測規模應不致太

大。由以上資料顯示，台灣地區流行性感冒

病毒流行之季節性與歐美是不同的 。 流行性

感冒病毒的傳染途徑除經由空氣傳染外，近

年來芝研究顯示接觸傳染亦相當重要。病毒

可在硬的固體表面如不錯鋼等存活24小時之

久，在紙巾上15分鐘也還具有傳染力，這些

都說明了接觸傅染之重要性。

流行性感冒病毒臨床上主要是引起呼吸

道感染。目前雖然有少數藥物如Amantadine

及Ribavirin可預防或治療早期感染，但其

真正之療效則有待進一步評估。一股預防流

行性感冒都踩取減少接觸感染源為上策，部

分國家則使用減毒或死疫苗接種。但由於流

行性感冒病毒之抗原是易變的，所以疫苗之

使用常趕不上新病 之產生，再加上部分疫

苗之純度不夠，容易引起副作用等，因此疫

苗之使用尚未被所有國家接受。最後值得一

提的是臨床上可以引起呼吸道感染之病毒種

類相當多，軍常見的傷風感冒( common cold 

)就大約有100種以上之各類型病毒可以引

起。因此感冒與流行性感冒病毒兩者之間是

不能用等號相聯的。

(作者係民國58年醫技系畢業，現任母院實

驗診斷科病毒室副教授)

l;e浩浩浩浩浩浩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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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 GMP

藥業前景﹒無限美好

我是藥學系第四屆畢業生。當初矢志藥學，

投身藥業，是因為體認到藥是一種退可守，進

可攻的行業;藥學的領域酒蓋極廣，涉及之基

本科學與應用科學極多，足棋有志者依其性向，

發揮潛能。大學時代奠下醫藥專業姐識的基髓，

服役時擔任衛材補給官，獲得寶貴的庫存管理

經驗 ，也體會到管理的重要。役畢，先到一家

藥廠從事藥廠內部的工作，復任職外務員。三

十歲時，對藥廠內外事務已有相當的了解。在

父母敦促，師長鼓勵(在此，特別要感謝顧文

霞教授的勉勵與協助) ，同時本人也希望學以

致用的情形下，遂與劉秋生、周美利旺、黃呈

翼等人共同創設生達化學製藥公司，而於民國

56年完成設廠。對於生達的成長，他們實在是

功不可沒。

由於一個公司在設立之前，必然已有許多

經營良好的企業存在，如何在這些大企業中異

軍突起，須就資金、人才、設備等現狀尋找自

己的特色，有鑒於過去國內藥廠對於購進之原

料，如不符合規格時，有不知如何處理之痛苦

與無奈感，我們在建廠時~D著手進行合成部

門，以自己製造合成原料為特色，一方面可從

事於「不合規格原料 」之再精製，以提高製劑

范進財

品質，使國民健康更有保障，另一方面也對單

位劑量少、安全性高且價格昂貴之原料，積極

研究自製。經多年來的努力奮門，及各界的敦

促與指導，不但達到當初創立的宗旨，同時更

發展至今日的規模，原料藥品有能力外銷到美

國與西歐等先進國家，而成為國內製藥界的一

大創舉。

因體認到財力、物力終必有限，而腦力資

源則無窮盡，我們特別鼓勵多動腦筋，多用心

思，以求突破現狀，創新發展，因此生達公司

開發之原料藥，多屬附加價值高的產品，諸如

Atenolol.Piroxicam.Chlorzoxazone.Oxe-

thazaine及Nicametate Citrateo 
0 00 0 0等三十多

種。今後在合成原料方面，將繼續朝著(1)單位

劑量少但價格昂貴， (2 )設備投資少 ，而合成過

程繁復，且需特殊技術者之方向發展。同時積

極推動與國內外研究機構之合作，加速達到「

低成本，高報酬 Jz經營目標，進而擴大投資，

創新發展，永保領先。

我本出身鄉村農家，自幼深受中國傳統文

化的黨陶，及長又受歐美國家文化之影響，所

以經營企業希望能盡量兼採中西之長:既本於

儒家思想、之道，復取法西方講求效益之積極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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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石三三J三至一三三三夷之「三毛竺~三三三戶已?之三三三』~忌品午三古?士、三戶~毛主、三哥斗丹也

取精神。在具體的作法上:錄用人才，以品德 劃有步驟地求精求進。為配合外銷之擴展， 民

為優先考慮的條件;對員工腦力資源之開發特 國71年又與生達公司的同仁成立關係企業一一

加注重，隨時給予進權與再教育的機會，遴扳 生泰合成股份有限公司，產製西藥原料。民間

員工前往「充電 J .廠內也規劃教育訓練的課

目，延聘專家學者來廠指導，如此不遺餘力地

培育人才，並盡量以身作則帶動研究發展風氣。

企業之經營，以獎勵效盎來激發員工之潛能，

促進公司發展壯大，而公司亦得以其雄厚資力

提供員工各種優厚之福利與保障，如員工眷屬

醫療補助費，范道南獎助學金之設立等。同時，

基於企業對社會的責任，我們發行生達藥刊，

編印各式保健手冊兔費供應、各界，以積極地回

饋社會，期能達到「兼顧員工股東及社會大來

三者利益 J 的理想境界。我們以「誠正精新，

造福人群 J 做為廠訓，敦促股東及員工時時記

著應以誠信正派的經營態度，積極地求精創新，

不斷地提供更精美的產品，更良好的服務來造

福社會大漿。

十多年前，政府就已著手規劃推行G.M.

P.制度。我於民國65年開始，與公司幹部作

深入的研究，先後多次赴美、日等國考察藥廠

73年生達獲世界第三大廠( Ciba-Geigy )授

權生產維生素藥品，技術、品質與管理已獲肯

定 O

我們珍惜這份努力得來的成果，將繼續堅

守著誠正精新、造福人群的工作信條，提供社

會更佳的服務，並且以「取之於社會，用之於

社會」為職志，繼續投資擴展，期使生達公司

能成為增進社會福利的永久公器，以及各種人

才施展抱負，發揮才能的理想園地。

目前面對著醫藥品即將開放專利的沖擊，

而國內對於開發新藥的能力尚嫌薄弱，要趕上

先進國家的水準，雖然街有一段極為顛辛的路

程，但基於藥業係屬高科技、高附加價值的事

業，有無窮的發展潛力，且自政府實施G.M.

P.制度後，已大大提升了國產藥品的水準及

信譽，增強國人的用藥信心，相信在現有的基

礎上，若政府再給予成藥登記之方便，協助藥

業獲取合理利潤以充實新藥開發之經費，進而

實施 G.M.P.之情形，體會其精義所在， 再運用國內人才濟濟之優勢，加以有組織、有

適時制定各種製造及管理作業規範，奠定了生 計劃的推動新藥發明及新製劑之發展，並將成

達實施 G.M.P. 之棍基，並循序推行，逐 果移轉給製藥業，政府再將所得之技術移轉權

一付諸實施。多年來不少國內外著名專家學者 利金投入新藥之發明，如此循環運用，必能使

誼臨指導，更充實了內酒，理論與實施並重，

擇優而行，使生連公司並不需要花費很大費用，

廠房設備稍加整佐~p能符合政府所訂「優良藥

品製造標準 j 之規定，而於74年獲得政府核定

為G.M.P.綜合藥廠。

關於 G.M.P. 制度，因其精義在於生

產旺精良叉美好的藥品以造福人群，所以我們

在推行 G.M.P. 之初. ~p 把它音譯為「精

美品 J 制度，這樣可以望文生義，簡單易懂，

有助於大家對G.M.P.之了解。

二十年來，循守創業初衷及經營理念，以

「種健踏實，積極創新 J 的方式來經營，有計

藥業加速發展，而繼瑞士、日本.........等先進

國家之後，我國的製藥工業將大放異彰。

生達公司有台大教授、校友的支持，協助

研究資料之提供，技術上的支援，已其開發原

料藥及製劑研究的基礎，又有各屆校友的協助

用藥，業務得以快速發展，除在此表達由衷的

感謝外，我們更將以此為後盾，配合政府發展

國產藥品的政策，與學術界的發明開創能力，

並結合醫藥界的智慧與財力，力求精進發展，

永續壯大。展望未來，我們滿懷信心一一藥業

前途，將無限光明。 (作者係民國69年藥學系

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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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甲狀腺疾病引起的

甲狀腺機能檢查的變化

近年來自於放射兔疫測定法的進展，許多

非甲狀腺疾病引起甲狀腺機能檢查的變化也逐

漸為人注意，其病理生理機轉雖尚未完全明白，

但已略知一、二。這些變化可分為三類:1.低

三碘甲素症候群2.高甲狀腺素症候群3.低甲狀

腺素、低三碘甲素症候群。接文獻報告，於住

臨病人約有70-80%會有低三碘甲素。這一症

候群病人雖血中三碘甲素的濃度降低，但血中

但甲素及甲狀腺素則正常，臨床橡查也無甲狀

腺機能降低的症候。它的病理生理機轉，是因

周邊組織甲狀腺素轉化為三碘甲素的酵素作用

受抑制。三碘甲素的生理活性為甲狀腺素之 5

-6 倍， 三碘甲素低下可能是生物體對疾病的

一種反應，以期減少代謝速率。此症候群不僅

上也可見。高甲狀腺素症候群多見於是年病人，

精神科疾患及肝病病人;據文獻報告1O~30%精

神科住院病人中會有此症候群，其病理生理機

轉仍不明白 。 肝病病人的高甲狀腺素症候群主

要是由於甲素結合球蛋白增加引起的。低甲狀

腺素低三碘甲素症候群一股只見於重症病人，

於急救室病人中50-80%會有此症候群。臨床

觀察發現甲狀腺素低下的程度與疾病的嚴重程

度有闕，也與死亡率有關。如I缸中甲狀腺素低

於 3μg/dl的病人，其死亡率約80% 。同時病

人病況好轉時，血中甲狀腺素也跟著上升。此

一症候群的病理生理機轉尚未完全清楚但所受

主
γ

-
而
川
巾

天主
貝

研究最多，也有多種動物實驗模型可資應用。 I

1970年代Dr. Chopra 應用透折法首先證明於自

此症候群病人血清中有一囡子可抑制甲狀腺素

與甲素結合蛋白質的結合，他將之命名為TH

BI(Thyroid hormone binding inhibitor)此

後 Oppenheimer 等人予以證賣並改良，發現

絢70%此症候群之病人血清中有此因子。其他

病理生理機轉尚有甲素結合球蛋白量的減少或

質的異常，其他結合蛋白質量的減少，下視丘一

腦垂體一甲狀腺軸功能的減退等。此外病人的

營養狀況及使用的藥物也會影響甲狀腺機能檢

查的結果。 1981年Dr. Chopra 發現生物的各

種組織含有TH凹，尤以腸子、肝、胃含量最

多，他提出疾病可能導致組織THBI滲出之假

說。由於上述的發現，使得對THBI的性質能

做進一步的研究。截至目前，已知THBI是一

種脂質，可能是脂肪酸或其衍生物。於試管內各脂

Oleic acid皮Linoleic acid的THBI活性最強，

若將病人血清脂肪酸定量則以 Linoleic acid的

變化最大，絢有6倍以上的增加。基於這些脂肪酸

都是未飽和酸也都是細胞膜的主要成份，且由

病人血中未飽和脂肪酸的變化更加強THBI

由組織滲出的偎說的可信度。另外未飽和脂肪

酸尚可抑制肝臟將甲狀腺素轉化為三碘甲素，

並且未飽和脂肪酸有抑制白血球吞噬細菌的作

用，這便可解釋下列二個臨床觀察 :CD低甲素低

(下轉第 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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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博士班主注與研究

完成內干特意醫師的訓練後，

進入臨床醫學研究所攻讀博士

學位，是連我自己也沒有料到

的命運。老實說(. t 現在遇到許

多同班同學都仍會消追我一句

: r 你不是班上看起來最像開

進入臨床醫學研究所的決定，

卻遭到來自家人與同偉的許多汽

勸阻。面對著經濟恐慌的壓力 令 1
吭 , • 掉我

與茫然未知明將來，當時我lr'I ，'

→起進入博士班的五個總醫師?

都不兔憂，正棉仲。幸運的是111.;:;'
導教授王德宏老師體念或們同、\

時要負擔全家生計，應付醫院

林肇堂

與慢性膜臟炎之臨床研究。接

著，王教授希望我作的研究是

「膜蹟癌之語斷 J ·因為這種

消化系統最難話斷的癌症不僅

困擾了所有的踴胃內科專家，

也常常令外科醫師難以下刀。

當時，膜臆癌胎抗原(;簡稱P

OA) 之研究剛剛萌芽，它較

業醫師的嗎? J 以後也曾經在

外面看了許多開業的情況，總

覺得對病人的椅療與追路在某

一個層次以上，就無法勝任，

所以現在回想起來也不後悔。

內繁忙的看病服務工作 '..j1還要令 癌胚胎抗原 (CEA) 之特異

唸曹宇實驗趕論文的三重壓力。 性為高，然而它的製作方式為

因此，他一面減輕我的臨床負 「多株抗體 j '.因此林瑞祥教

在我當住院醫師時期，雖 擔，安排部份兼差工作及國外

然在醫療技衛與知識主E日漸進 進峰，同時也找到林瑞祥教授、

步，卻反而對自己的前途更加 朱健次教授、及許多基礎醫學

茫然。剛好我們的前輩詹德勝 的老師來加強我的研究基礎。

教授由美國德州大學回來客座 在我當第二年的住院醫師時，

教學一年，王德宏教授便安啡 王教授就曾經告訴我: I 膜鸝

我在搶任總醫師的後半年開始 這個領域是消化系統弘、有人注

跟隨他作一些單株說體的基礎 意的臟器，將來一定會逐漸為

研究工作。放下聽筒拿起試管， 大家所重視，要作研究，就應

才發現自己對實驗室的工作有 該早點從這裡開始，而且不要

授認為要作鼓應作更新更具特

異性的「單株抗體 J 。然而，

膜臨癌的病人在國內本來就不

多，能開刀的更是微乎其微，

幸好蒙外科魏達成教授大力相

助，在短短的三年內，至少為

我們作了二十次以上的膜臟生

檢取樣，並且成功地切除了一

些我們所當斷出來卻難以清除

的膜臟癌。我們利用楊照雄教

多麼脫節，幸好詹教授誠懇的 走太多人走過的路，要創出一 授及廖應陸教授在民國51年所

態度與誨人不倦的精神沒有被 條自己的路。」因此，在他的 培養成功之中國人膜臟癌細胞

我「磨光 J .也得以使我初步 指導下，兩年內先後完成了有 株(台大 1 號，簡稱TT-1

一項現代科技的殿堂。然而， 關膜臟機能檢查，急性膜臟炎 ) ，初步研製出兩株單株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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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LW- 1 與LW - 2 ) , 

目前仍然在進行其純化與分析，

希望將來有助於是全斷中國人之

膜臟癌。另一方面，為了瞭解

膜臟癌初期由良性轉變為惡性

之關鍵變化，我找到老同學張

北葉醫師一起眼兇猛之倉鼠(

hamster) 奮戰。我們將B.O.

P. [學名是 N-nitrosobis 

(Z-oxopropyl ) amine )注

射於倉鼠之腹腔，以誘發倉鼠

發生膜臟癌，藉此觀察其病理

組織、膜管變化、與血清內各

種腫瘤標記( tumor marker ) 

之系列性改變。這項研究，必

教授及動物室同仁的幫忙。這

種單株抗體所界定之抗原，其

化學結繕類似粘液蛋白( muco~ 

protein) ，膜臟癌病人之血

清中有87.5%以上可以值測出

此種抗原，大大握高了它的診

斷率。然而，仍然有極少數病

人血清呈陰性反應。為了提高

齡斷率，我們試圖以內視鏡去

抽取這些病人的膜液進行分析，

結果發現這種抗原在膜液中濃

度相當地高，但卻無法用來區

分良性或惡性疾病，似乎暗示

這種抗原是天然存在於膜被中，

僅在發生癌症變化時才會釋放

2頁歸功於林仁混教授，黃德{直 到血清中為我們所值測到。今

年 9 月的一些外國文獻也報導

了相似的結果。雖然目前已有

相當進展，但我們仍然竭盡心

力試圖早日突破「早期當斷 J

的障礙。

回顧這幾年的實驗室工作，

讓我在繁忙中得到了充實;餐

風飲露及火車上趕寫論文的生

涯，讓我在經濟脫困之餘又結

交了無數朋友;有感於得之於

人者太多，可曲之於己者太少，

謹以此文，';獻給各位老師及先

進， "自答無以回報之提攜。h

(作者、係民國式:ì支出r年醫學系畢

業現任母蹺內科主治醫師)

...rr__ r....rr r:LrLrrrr:Lr.ï.晶晶晶S苗w:-...-...r

(上接第 8 頁)

三碘甲素病人早期常只有低三碘甲素症候群@ 徵相似。雖此症候群之病人某些組織是否有甲

低甲素低三碘甲素症候群病人常會死於感染症。 狀腺素缺乏尚有學論，但整體而言大部分研究

綜合上述低甲素低三碘甲素候群症可能是因疾 者仍認為病人的甲狀腺機能正常，所以施以甲

病致使組織中磷化脂肪酵素 -A~ 活化導致細 狀腺素治療對於病人並無任何改善，且可能有

胞膜的未飽和脂肪酸釋出，主日發生於肝腎等器 增加代謝的害處。臨床上可以血清逆三碘甲素

官或經血液循環至肝腎則導致三碘甲葉生成減 及提甲素的濃度來區分二者 c

少引起低三碘甲素症候群。當疾病繼續惡化， 總之當我們中l讀甲狀腺機能檢查時必須考

未飽和脂肪酸釋出更多，貝Ij於血液中抑制甲狀 慮種種疾病伴有的因素，才能對病人甲狀腺功

腺素與甲素結合蛋白質的結合導致血中甲素濃 能做正確的判定，尤其是住院病人因其疾病及

度降低，並且可能抑制宿主白血球及免疫系統 使用的藥物更使中l讀變為復雜。

的功能導致感染症。臨床上此症候群最易與甲

狀腺機能低下症混淆不清，因此類病人都屬重 (作者係民國63年醫學系畢業，現任台大醫學

症病人，臨床表徵常與甲狀腺機能低下症的表 院客座講師)

. O{ 



靈通敵「醫療法J

會炳文

歷經多年來的爭議，大來關心的「醫療法

J 終在今年11月 11 日完成立法程序，碩成為醫

學界與民眾囑目的焦點。自醫療保健為政府十

四施政要點之一後，醫療體制改革的步調也隨

之加速。醫療法的訂立是未來醫療措施的準繩，

其立法基本精神為「促進醫療事業之健全發展，

合理分布醫療資源，提高醫療品質，保障病人

權益，增進國民健康 J '真叫人喝彩。

「醫療法 J 涵蓋的範圍相廣泛，有關的法

令規則也將陸續推展中。個人於此略述幾點意

見，以供參酌:

付提高一般民眾的醫學常識及重整病患求醫

的心態。

病患的權益在條文中一再的被標示出來，

可謂備受尊重與保障。但在國內限於民眾對醫

藥保健認知的不足，常於醫療過程中，未能與

醫療人員充分配合，甚而懷著不信任的態度。

舊有的祈佛間神，深信l咀傅秘方，有的誘於誇

大的醫療廣告，四處求醫，盲目投藥，導致病

況未見改善甚而惡化，更附加了或多或少的併

發症或後遺症。病患有選擇醫師的自由當不在

話下，但應建立於對醫師的信心與耐心上，再

具有基本的醫學認識，貝Jj水準以上的療效自可

發揮出來，醫療品質也因而提高。

l二j醫療品質的提昇應與合法的保障醫療機構

之職權及合理的醫療報酬相平行。

「醫療法」中對醫療機構負責人資格的限

定，要求急救的義務以及轉診的必要、為安排

追蹤治療、不得起收費用、病歷須整齊清晰並

建立檔案、強調院內感染控制、醫事檢驗考核

等;再如手術之原因、手術麻醉的成功率、併

發症及危險性得予告知;再如診治之病情，治

療的方針&..預後均得說明清楚。由上可見醫療

業務的危險性也越來越高了，醫療糾紛的機會

也可能越來越多。如某病患看過三家醫院，甲

乙丙三醫師的看法各有不同，如此是否刮起更

多病患與醫師及醫師和醫師間的爭議?強調醫

療品質讀醫療人員素質水準化以及醫療機構之

健全化，使其以重質不重量的原則來處理病人

的問題，以達到診治的完善。而合法的保障其

職權及合理的報酬給付，將使其得安守本分盡

其職責。如消除刑貴的壓力，民眾無理的要脅

及騷擾，甚至暴力事件介入等等。醫療機構有

了安全感及穗定性，更能發揮其功能。

日建立完整的醫療網及完善的轉診制度。

醫療網及轉診制度的健全與否將是醫療保

健的關鏈。詳細的評估地區人力資源，客觀的

建立醫院的分級並奠定基層醫療的功用，好好

地建立基層單位與醫學中心的連線及雙向的轉



診制度，使病患得到系統性及連續性的醫療照 醫界人士所需費心的問題，本該由衛生機關統

顧。這將是國內醫療史上立一大創舉，目前有 籌規劃與協調聯繫。惟「至少應有三分之一以

關單位正積極努力中。 上罵法律專家或社會人士」之參與，似乎影射

回醫療機構之權利義務應具有公平性 了對衛生主管機構及醫療人員的不信任。客觀

醫療本非營利事業，其內涵應是相同的。 合理的審議並非一定要「外人 J 的加入，難道

故醫療機構如公立機梅、財團法人機構或私人 衛生機關與醫療團體無法樹立自我的專業性及

機構應受到平等的輔導與絢束。諸如衛生主管 權威性?

機關的措施、公勞保的給付、醫學中心的支援 「醫療法」的訂立與實施，將是醫界的一大

等，皆應本著公平客觀的原則，以期醫療系統 震撼，相關規則將撞撞而來。未來成效如何有

更具整體性及一致性。若可包括軍事機關所屬 賴政府把持正確的有針、衛生當局局詳的規劃

之醫療機構，似乎更臻完美。 與監督、醫療人員充分的配合及一般民來清晰

固樹立醫事審議委員會的專業性及權威性。 的體認。大家在互勉互信，守法守本分的原則

有關醫療制度、醫療技術、人體試驗、專 下，貝Ij立法的精神將發揮盡至，或許「醫療法

科醫師制度、醫館之促進、醫療機構設立、收 」將在國內史上寫下輝煌的一頁。

費標準 、 醫療爭議、及司法機關之委託專項等 (作者係民國66年台大醫學系畢業，現任新竹

等，將是醫療審議委員會之任務。這些也都是 南門綜合醫院副院長)

J乏性中風病人的

高血壓處理

急性腦硬塞的病人，因發生腦自我調適

( Autoregulation )的損害以及血壓自發

性的波動，降低血壓可能會造成更嚴重的臨

床變化，所以在此類病人的急性期，應、避免使

用降低血壓藥物，除非(1)重要器官如心臟、腎

臟因高血壓而受到危書2師張壓超過130mmHg

(3)病人有高血壓性腦病變( Hypertensive 

encephalopathy) 。以上這些情形血壓應小

心降低，依其年齡、高血壓病史、及病人臨

時狀況而定。

大片顱內出血的病人，往往會有顱內壓

升高加上次發性的血壓升高。較合理的處理

L 

于瑛輝
方法是用藥物或手術療法降低其顱內壓。有

些學者反對治療此類病人的高血壓，不過大

多數認為在收縮壓超過200mmHg時仍需要

降低。最近的證據顯示降低的幅度不應超過

其收縮壓之20~右。最好使用短效的降血壓藥

物，同時不斷監視病人的反應。

齣蛛網膜下出血的病人，若收縮壓超過

160 mmHg或平均動脈壓超過110 mmHg以

上時，再出血及死亡率都會升高。此外有研

究顯示收縮壓比舒張壓更重要。最適當的收

縮壓應維持在143到 158 mmHg間。

(取材自 JAMA SU-PP NO.4 , 1986 ) 

/卡



自院點滴

75 . 12.31醫學院的教授聯誼會舉行歲末聯誼

晚會，在基礎醫學大樓五樓活動中心舉行，

由徐茂銘、宋維村、溫五男及邱卓凡等四位

幹事主辦。

參加晚會的教授副教授同仁及眷屬在下

午六點半起即齊集會場，參加酒會。互道一

年成就與安好。會場並展示同仁們的攝影、

書法、花卉及雕刻等才藝佳作。

歷任校長閻振興、虞兆中，均偕夫人光

臨會場聯歡，孫震校長與夫人也在六點許~p

駕臨會場，慰問同仁，並在晚會上致辭。

•••••••••••••••••••••• 
附設醫院75年醫療年報即將編印，請各

科於 2 月 25 日以前將各項醫療統計及研究成

果(含論文、研究成果報告、學會發表)送

都書室。醫攘統計項目及學術研究結果報告

格式將另函通知。附設醫院醫療年報預定76

年 4 月中旬檢驗評估會前出版。

•••••••••••••••••••••• 
藥劑科於76. 1. 14正式散用最近完工的

輪帶作業台。兩線輪帶共有十二個調劑台，

目前同時開放七台，自藥劑師配藥。門診每

天配藥二千餘人次，平均每藥劑師取藥三百

餘人次。

•••••••••••••••••••••• 
民國76年醫療科技研究計劃申請案已於

可 Q門

76. 1. 22截止收件，共八十餘件，甲、乙種

均四十餘篇。

已由總幹事分送各委員審查，定76.2 .4

審查完畢，於76.2.13召開醫療科技研究發

展委員會核定各案。

甲種研究計劃為科際聯合計劃，由臨床

科與基礎科，或其他臨床科合作 c 總額以50

萬元為限。乙種研究計劃為個人研究計劃，

金額以20萬元為限。

申請的各科中，以內科、外科、牙科、

耳鼻喉科及婦產科較多，總金額逾二千萬元。

a......‘...................‘...............~........ .... ‘........‘.....‘ .... ‘........ 
~~~~~~~~~~~~~~~~~~~~冒，

本年二月份記者聯誼會在七十六年二月

三日(星期二)中午在附設醫院第一會議室

舉行，將由院長主持，除報告最近的院務概

況之外，並邀請復健科主治醫師、復健醫學

系主任陳秋芬副教授演講川、見麻痺症末期

之復健，。

本次記者聯誼會適逢春節後上班的第二

天，將以自助餐會方式舉行。

•••••••••••••••••••••• 
歲末附設醫院各醫療科部及行政部門紛

紛舉辦忘年會或年終檢討會，常常一天二、

三科。以 1 月 22 日來說，就有放射線科、小

兒科、牙科及病理科。院長必賓各科都參加，

備極辛勞。

•••••••••••••••••••••• 
13 



沈副院長，歌越口昌愈好，每一個忘年會

都會表演兩三首歌，國 、台語歌、日本歌、

義大利歌、拉丁歌都精通，是忘年會最受歡

迎的明星。

76學年度住院醫師之甄選已於76. 1. 23

截止報名。這一次報名空前踴躍，全部共有

576人報告，預定錄取280名，錄取率接近

50~多。

•••••••••••••••••••••• 
4...............‘.......‘........ .‘ ... ‘........ ... ‘............................‘........ .盆
、r ‘'‘'‘'、r ‘'‘'、'、'‘'、r 、r 、r ‘'‘'、'‘'‘'‘'‘'‘'、，

一串長時間的年假之後，大家上班了，

校總區訂於76. 2 . 4 (星期三)上午十時

在第一會議室舉行76年春節團拜茶會。附設

醫院團拜於76.2.2 (星期一)上午十時在第

一會議室舉行。

杜聰明博士逝世一週年紀念演講於二月

二十五日假附設醫院第七講堂舉行，由李鐵

源教授主講，講題是「杜老師對學術芝貢獻」。

11 

台大醫學院杏林合唱團此次舉行三十過年巡迫演唱會，采蒙景福基金

會的鼎力協助，得以順利演出，並獲得各界是于詩，在此特中謝意。

這次南下巡i皂，於一月二十二日在台中，一月二十三日在嘉義，一月

二十五日在高雄共舉辦三場演唱會。所到之地，均受到醫學院校友之熱烈

歡迎，或慷慨解囊、或設宴款待、或說臨指導、或以花藍花園相贈，照顧

學弟妹，提攜後進之心溢於言表。而團員們充滿情感的歌聲更拉述了台上

與台下的路緣。這次的巡迴活動，在發揚枝譽，連絡各地校友、醫師的目

的上是相當成功的。

景福校友會成立以來，一直扮演講是聚枝友力量，提j起後進的重要角色。

對於杏林合唱團更是愛護有加，多方照顧。今後杏林合唱團史將本著「以

音樂美化人生 J 的宗旨，努力將悠美的歌聲帶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最後，

并至史上我們最誠摯的感謝，謝謝各位給于我們的協助、支持、與鼓勵。

敬頌

時是主

杏林合唱團

馬惠明
三十一屆國長

七十六年二月五日

1 向1



安泊 d.

漫談

臨床細商檢查

陸坤泰

前些時候，一位來台經商 因而得救，但是相信對大多數 大家都知道實驗室診斷方

的美國友人之子患了急性扁桃 病人，可能是誤用或濫用。由 法受近代科技進步的影嚮而有

腺炎而至某家規模不小、相當 於沒有撥出致病菌，治療常常 了飛躍的進步，例如臨床生化

有名的診所求治。醫師檢視喉 不能徹廈，結果製造了不少抗 檢查。但是臨床細菌檢查卻很

嚨後就開給一些口服抗生素。 藥性細菌。有時因為有些正常 晚很晚才受惠於科技的進步，

這位商人一直問我為什麼不作 細菌叢被抑制或殺死，發生了 因此有人說臨床細菌學好比病

喉頭擦拭培養，當時以為一般 菌交代症，以致平素無害的細 理學傳下的拖抽瓶。在1960年

開業醫師限於設備，常靠經驗 菌增長過多而使病人得到另外 代，任何一間臨床細菌檢查室

治療病患。這幾個月來參加衛 的感染。 檢出細菌的方法與1920年代相

生署舉辦的各大醫院檢驗品質 其實要早期確實治療細菌 差無幾，只多了一些配合抗生. 
評鑑工作，發現有些醫院每日 性感染症，除了經驗以外，由 s 素化學療法而測試病菌對藥物

有上千的門診病人，也有兩三 實驗室方法檢出病因菌是不可 的感受性而已。這些方法因為

E個病床，但是一天卻只作了 欠缺的。筆者曾經驗一例大葉 謀取檢體的方式不佳，或培養

二、三個細菌檢查。也有檢驗 性肺炎，起初誤以為肺炎球菌 基不良等等因素，病因菌的檢

人員竟不知尿培養還要計算菌 引起，而給予注射盤尼西林 ， 出率不高 ， 即使檢出也需要的

落數，乃知道臨床醫師對臨床 不料血液及疲培養分離出對盤 小時以上，臨床醫師常不能等

細菌檢查，並不重視。 尼西林有抗藥性的金黃葡萄球 待檢查結果就開始用藥，因此

自從抗生素問世以後，許 菌，幸虧有此檢查而得以改換 臨床細菌檢查的資料常常只是

多細菌性感染症得以剋制治癒。 他藥，治療病人。其實 ， 搜出 事後的參考，難怪臨床醫師不

近年來新的抗生物質不斷地開 病因菌可以瞭解疾病與病菌的 重視了。 1970年代初期，各國

發出來，新藥廣告常常只強調 相互關係 ， 可以預測病人的預 學者開始檢討細菌檢查的快速

比舊藥療效更強、更廣，而對 後情形，可以知道流行的病況 ， 化及自動化。由於生化學、電

於適用對象及藥物毒性大多語 也可可以以發現新的致病性菌種， 工學以及電腦等各方面的急速

焉不詳。於是許多人以為抗生 還 測試病菌對藥物的感受 發展，細菌的鑑定，也從古典

素是萬靈丹，只要病人發燒， 性以便選擇適當的藥物。按照 的多層方法轉移到現代的單元

不管有無細菌感染，也沒有考 常理，臨床醫師應該樂意臨床 方法，注重標準化、快速化、

慮病情是否嚴重到必須使用抗 細菌檢查才是，為什麼目前在 再現性、小型化、機城化及自

生素，也不知病因菌為何，更 台灣此種檢查竟不受重視呢? 動化，現在巴有許多檢驗組套

沒有考慮藥物的毒性，就投與 或許是大家過於相信抗生素的 及自動化儀器用來鑑定分離菌。

新的抗生素，因而抗菌藥的用 療效，或許是臨床細菌檢查的 由於分子生物學的進步，臨床

量也年年增加。有也病人可能 發展過於緩慢之緣故。 細菌學家也可以從檢體很快地

。 "1 ' 1 日



查出有無特殊的細菌。看來臨 受性的情形，其信賴度在90% 顧病患。

床細菌檢查終於突破瓶頸，要 以上。 不過無論細菌橡查如何機

在數小時以內正確診斷細菌感 從橫體操索及決定病因菌 械化，要確認其成績還是要靠

染的病因並選出有效藥物，已 的快速自動化，經過各方面的 培養分離的方法，傳統的方法

不是夢想了。 嘗試，例如利用電阻 C Impe- 不會完全無用的。想到國外有

臨床細菌檢查大絢可分為 dance) 、微熱量(Microcal6- 關細菌性感染症的診斷已經如

撥出感染症病例的原因直以及 rimetry ，同位素標識、氣相層 此進步，而國內大部分臨床醫

探索有效藥劑兩部分。對臨床 析法 C Gas Chromatography 師竟不注重臨床細菌檢查，真

醫師來說後者，即抗生素感受 )或配上質譜法 CMass spec- 是應該反省檢討。我們不敢奢

性試驗結果，遠比前者重要， trometry )、或以DNA探 望台灣的臨床細菌樓查立刻進

因此這方面的發展較快。現在 針 C probe )、或以單株抗體 入快速自動化時代，但殷切地

已有許多廠牌如Autob肘. MS CMonodonal Antibodies ) 盼望大家充實臨床細菌的基本

-2 , MIC-2000 , Vitek等儀 等方法都可能早期查出險體中 知識，俾使病患能夠獲得確實

器市售。雖然彼此之間略有不 的特殊細菌，現在已有一屆儀 良好的治療。

同，也各有長處短處，但都可 器市售，這些發展應該可供給 (作者係民國51年醫科學業，

以在 3-4 小時就可知藥物感 最佳資料，俾能儘快可靠地照 現任母院實驗是今斷科教授)

編後語

從下期起，醫訊編輯將有大幅度的變動。

事實上，在預定計劃中，這一期醫訊本來就

應該由新人接手，但因連絡不及，不得已乃

由老兵士陣代打。本期編輯期間適逢年假，

拉稿不易，且事出偶然，作業時間頗為緊迫，

幸好土期尚留有一部分稿件，方能勉強交差，

不週之處，還請諸位校友原諒。

感冒的流行，開業的校友處在第一線，

絕對是先知先覺，這方面像母院這樣的大

醫院有時反而渾然不覺。最近感冒又有流

行的趨勢，本期時論特別刊出「漫談流行性

感冒病毒 J '以嚮讀者。但「感冒流行不一

定是由流行性感冒病毒所引起 J '切記!另

外，本期內容亦包羅廣泛，有范校友的「藥

業前景 J '會校友的「淺談醫療法J .黃天

祥校友的「甲狀腺機能檢查 J '黃恢禱校友

的「職能治療簡介 J '林校坡的「博士班研

1 后

究生涯 J '與陸坤泰教授的景福隨筆，篇篇

佳作，均值得一讀。景福醫訊之所以為景福

醫訊，就是有這種特定的風格。非常感謝大

家的鼎力支持。(楊錫欽)

熹福 醫訊

.Jing-Fu Medical Ne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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